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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SiC MOSFET的过流及过欠压驱动保护

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SiC MOSFET的过流

及过欠压驱动保护系统，包括过流检测单元、过

欠压检测单元、控制单元、驱动单元、钳位及软关

断单元、第一MOSFET。本发明兼顾SiC MOSFET的

过流保护，栅极过欠压保护以及检测系统抗干扰

性强的特点，实现了错误状态数累积达到预设值

时，栅极钳位并且软关断SiC MOSFET。错误状态

数未达到预设值时，栅极钳位并采取周期性复

位，提升了SiC MOSFET在应用电路中的稳定性以

及检测反馈系统的抗干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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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SiC  MOSFET的过流及过欠压驱动保护系统，包括过流检测单元、过欠压检

测单元、驱动单元、钳位软关断单元、第一个SiC  MOSFET，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过流检测单元

的输入端与第一个SiC  MOSFET的漏极相连，输出端连接控制单元的第一个输入端，所述的

控制单元的第二个输入端与过欠压检测单元的输出端相连，所述的控制单元的第一个、第

二个、第三个输出端分别与驱动单元的第一个输入端、驱动单元的第二个输入端、钳位软关

断单元的输入端连接，所述的过欠压检测单元的第一个、第二个输入端分别连接驱动单元

的第一个、第二个输出端，所述的驱动单元的第三个输出端、钳位软关断单元的输出端均与

第一个SiC  MOSFET栅极相连；其中，

所述的过流检测单元，用于采样第一个SiC  MOSFET的漏源电压，产生判断SiC  MOSFET

过流的逻辑信号；

所述的过欠压检测单元，用于采样驱动单元中正电源VCC、负电源VEE的电压，产生判断

SiC  MOSFET栅极过欠压的逻辑信号；

所述的控制单元，用于接收过欠压检测单元、过流检测单元的输出逻辑信号，并对错误

状态计数，产生控制第一个SiC  MOSFET开关、栅极钳位软关断的逻辑信号；

所述的驱动单元，用于接收控制单元的输出逻辑信号完成第一个SiC  MOSFET开关状态

的切换；

所述的钳位软关断单元，用于接收控制单元的输出逻辑信号完成第一个SiC  MOSFET栅

极的钳位及软关断；

其中，所述的过流检测单元包括二极管D1、缓冲器buf、电阻R1、第一个电压比较器U1A、

电容C1、电阻R2、第二个MOSFET、第一个非门INV1；所述的过流检测单元中二极管D1的负极

连接第一个SiC  MOSFET的漏极，二极管D1的正极分别连接缓冲器buf的输出端、电阻R1的一

端，缓冲器buf的输入端连接正电源Vbuf，所述的过流检测单元中第一个电压比较器U1A的

同相输入端与基准电压VREF1相连，第一个电压比较器U1A的反向输入端分别与电容C1的一

端、电阻R1的另一端、电阻R2的一端相连，电容C1的另一端接地，第一个电压比较器U1A的输

出端与控制单元中第二个锁存器U3F的S输入端相连，电阻R2的另一端与第二个MOSFET的漏

极相连，第二个MOSFET的源极接地，第二个MOSFET的栅极连接第一个非门INV1的输出端，第

一个非门INV1的输入端用于接收PWM输入信号。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SiC  MOSFET的过流及过欠压驱动保护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过欠压检测单元包括第二个电压比较器U2A、第三个电压比较器U2B、第四个电压比

较器U2C、运放U2D、电阻Rh、电阻Rl、电阻R3、电阻R4、第一个与门AND1；所述的过欠压检测单

元中第一个电压比较器U2A、第二个电压比较器U2B、第三个电压比较器U2C的同向输入端分

别与过欠压检测单元中运放U2D的输出端、基准电压VREF3、电阻Rh和电阻Rl的一端相连，电

阻Rh另一端连接驱动单元中正电源VCC，Rl另一端接地，第一个电压比较器U2A、第二个电压

比较器U2B、第三个电压比较器U2C的反向输入端分别与基准电压VREF2相连、电阻Rh和电阻

Rl的一端相连、基准电压VREF4相连，第一个电压比较器U2A、第二个电压比较器U2B、第三个

电压比较器U2C的输出端分别连接第一个与门AND1的三个输入端，第一个与门AND1的输出

端连接控制单元中第一个与非门NAND1的第二个输入端连接，运放U2D的同向输入端接地，

运放U2D的反向输入端分别连接电阻R4的一端、电阻R3的一端，R4另一端连接驱动单元中负

电源VEE，电阻R3的另一端连接运放U2D的输出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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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SiC  MOSFET的过流及过欠压驱动保护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控制单元包括第一个JK触发器U3A、第二个JK触发器U3B、第三个JK触发器U3C、第四

个JK触发器U3D、第一个锁存器U3E、第二个锁存器U3F、第一个与非门NAND1、第二个与非门

NAND2、第二个非门INV2、第三个非门INV3、第四个非门INV4、或门OR、第三个MOSFET、电阻

R5；所述的控制单元中第一个JK触发器U3A、第二个JK触发器U3B、第三个JK触发器U3C、第四

个JK触发器U3D的J和K端均与高电平1连接，第一个JK触发器U3A的时钟输入端与控制单元

中第二个锁存器U3F的输出端相连，第一个JK触发器U3A的输出端Q1分别与第二个JK触发器

U3B的时钟输入端、第二个与非门NAND2的第一个输入端相连，第二个JK触发器U3B的输出端

Q2与第三个JK触发器U3C的时钟输入端、第二个非门INV2的输入端相连，第二个非门INV2的

输出端连接第二个与非门NAND2的第二个输入端，第三个JK触发器U3C的输出端Q3与第四个

JK触发器U3D的时钟输入端、第二个与非门NAND2的第三个输入端相连，第四个JK触发器U3D

的输出端Q4与第三个非门INV3的输入端相连，第三个非门INV3的输出端连接第二个与非门

NAND2的第四个输入端，第二个与非门NAND2的输出端分别与第一个锁存器U3E的S输入端、

第一个JK触发器U3A、第二个JK触发器U3B、第三个JK触发器U3C、第四个JK触发器U3D的清零

端相连，第一个锁存器U3E的R输入端与高电平1相连，第一个锁存器U3E的输出端连接或门

OR的一个输入端，或门OR的另一个输入端用于接收PWM输入信号，或门OR的输出端连接第二

个锁存器U3F的R输入端，第二个锁存器U3F的S输入端与过流检测单元中第一个电压比较器

U1A的输出端连接，第二个锁存器U3F的输出端分别连接控制单元中第一个JK触发器U3A的

时钟输入端、控制单元中第三个MOSFET的栅极、钳位软关断单元中第六个MOSFET的栅极、第

七个MOSFET的栅极；控制单元中第一个与非门NAND1的第一个输入端用于接收PWM输入信

号，第一个与非门NAND1的第二个输入端与过欠压检测单元中第一个与门AND1的输出端连

接，第一个与非门NAND1的第三个输入端分别与电阻R5一端、第二个与门AND2的第一个输入

端、第三个MOSFET的漏极相连，电阻R5的另一端与VCC5V相连，第四个非门INV4的输入端连

接与第一个与非门NAND1的第一个输入端，用于接收PWM输入信号，第四个非门INV4的输出

端连接第二个与门AND2的第二个输入端，第三个MOSFET的源极、栅极分别与地、第二个锁存

器U3F的输出端相连，第一个与非门NAND1、第二个与门AND2的输出端分别与驱动单元中第

一个三极管、第二个三极管的基极相连。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SiC  MOSFET的过流及过欠压驱动保护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驱动单元包括第一个三极管、第二个三极管、第四个MOSFET、第五个MOSFET、电阻R6、

电阻R7、驱动电阻Rg；所述的驱动单元中的第一个三极管的基极与控制单元中的第一个与

非门NAND1的输出端相连，第一个三极管的集电极分别与电阻R6的一端、第四个MOSFET的栅

极相连，驱动单元中第二个三极管的基极与控制单元中第二个与门AND2的输出端相连，第

二个三极管的集电极分别与电阻R7的一端、第五个MOSFET的栅极相连，第一个三极管、第二

个三极管的发射极均与地相连，电阻R6、电阻R7的另一端均与电源VDD相连，第四个MOSFET

的漏极分别与第五个MOSFET的漏极、驱动电阻Rg的一端相连，第四个MOSFET的源极接正电

源VCC，第五个MOSFET的源极接负电源VEE。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SiC  MOSFET的过流及过欠压驱动保护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钳位软关断单元包括第六个MOSFET、第七个MOSFET、电阻R8、稳压二极管D2；所述的

钳位软关断单元中电阻R8的一端分别与驱动电阻Rg的另一端、稳压二极管D2的负极、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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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SiC  MOSFET的栅极相连，电阻R8的另一端连接第六个MOSFET的漏极，第六个MOSFET的栅

极及第七个MOSFET的栅极均连接控制单元中锁存器U3F的输出端，第六个MOSFET的源极接

地，稳压二极管D2的正极连接第七个MOSFET的漏极，第七个MOSFET的源极接地。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SiC  MOSFET的过流及过欠压驱动保护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过流检测单元中的电阻R1、电阻R2分别为2K欧姆和200欧姆，电容C1为100pF。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基于SiC  MOSFET的过流及过欠压驱动保护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驱动单元中电阻Rg为5欧姆。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基于SiC  MOSFET的过流及过欠压驱动保护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钳位软关断单元中的电阻R8为1K欧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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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SiC  MOSFET的过流及过欠压驱动保护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电子技术领域，更进一步涉及电力电子技术领域中的一种基于碳化硅

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SiC  MOSFET(Silicon  Carbide  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  Field  Effect  Transistor)的过流及过欠压驱动保护系统。本发明可用于

检测SiC  MOSFET功率管的过流以及功率管栅极的过欠压，并对错误状态进行记数。电路发

生故障时，本发明可以快速准确地切断应用电路中SiCMOSFET的工作，对SiC  MOSFET及其应

用电路进行有效保护。

背景技术

[0002] SiC材料作为新一代宽禁带半导体材料相比于Si具有禁带宽度大，热导率高，击穿

电压大，饱和漂移速度大等物理特性。目前，在电力电子技术领域中，基于SiC材料的商用

MOSFET器件在太阳能光伏逆变器，电动车等领域中引发了广泛的关注。然而，由于SiC 

MOSFET与Si  MOSFET物理特性存在差异，两者栅极能承受的最大正压与最大负压有区别。

SiC  MOSFET栅极承受电压过大会引发栅氧化层击穿导致器件失效。而栅极电压太小会使得

SiC  MOSFET工作在线性区，导致器件严重发热，影响器件稳定性。实际应用中SiC  MOSFET通

常工作在高温高压的环境下，对于SiC  MOSFET的驱动及保护系统需具有过流保护功能和过

欠压保护功能来防止器件失效。此外SiC  MOSFET栅极电荷很小，因此开关速度很快，但也使

得栅极抗干扰性变差，关断时易引发误导通。在极端工作环境下，检测系统的抗干扰性也将

影响电路正常工作，因此需要一种可靠机制来防止检错反馈的误触发。

[0003] 郭毅军，苏小维，李章勇等人在其发表的论文“MOSFET的驱动保护电路的设计与应

用”(电子设计工程，2012.02:169-174)中公开了一种MOSFET的驱动保护电路。该电路结构

上采取在MOS管栅极并联稳压管以限制栅极电压在稳压管稳压值以下，保护MOS管不被击

穿；源漏极采用齐纳二极管钳位和RC缓冲电路来保护措施；通过在主回路添加电流检测保

护电路，当MOSFET发生过流时，通过保护电路关闭驱动电路来保护MOSFET管。然而，预防栅

极过压的同时，也应关注栅极欠压的预防。MOSFET栅极欠压会导致MOSFET开关过程中工作

在线性区，导致器件过热而失效。此外电路实际工作中，检测反馈电路的抗干扰性对MOSFET

电路的稳定性至关重要。该电路存在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兼顾MOSFET的栅极欠压保护以

及应对检测反馈误触发的保护方案，因此该保护电路在可靠性方面存在隐患。

[0004] Zhiqiang  Wang，Xiaojie  Shi，Yang  Xue,Leon  M.Tolbert,Fred  Wang等人在其发

表的论文“Design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Overcurrent  Protection  Schemes 

for  Silicon  Caribde (SiC) POWER  MOSFETs”(IEEE  TRANS  ON  INDUSTRIAL 

ELECTRONICS.VOL.61.NO.10.OCTOBER  2014)中公开了一种针对SiC  MOSFET的过流检测保

护电路。该电路对SiC  MOSFET漏源电压采样，与比较器基准电压比较来判断过流，并通过栅

极并联稳压二极管来完成过流时栅极的钳位，降低发生过流时通过MOSFET的电流，栅极并

联大电阻来完成过流情况下，SiC  MOSFET的软关断。对于检测系统的抗干扰性方面，该电路

在比较器的反相端采用了较大电容来提高充电时间，过滤MOSFET开启时电流尖峰引起的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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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电压瞬时超过参考值引起的误反馈，一定程度提升了电路的抗干扰性。但是，该电路仍然

存在的不足之处在于，单一的预防机制不能剔除实际电路工作中的检测反馈的误触发。而

且该电路中同样没有涉及SiC  MOSFET另一保护重点，栅极过欠压的保护。因此，该保护电路

在可靠性方面仍需要提升。

[0005] 因此，目前针对MOSFET功率器件的驱动保护方案，分别具有不同侧重点，但并没有

一种方案可以同时具备过欠压保护，过流保护，检测反馈系统抗干扰性强的特点，而针对

SiC  MOSFET功率器件的驱动保护模块研究更少，因此目前商用SiC  MOSFET器件在实际应用

的可靠性并不高。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提出一种基于SiCMOSFET的

过流及过欠压驱动保护系统。本发明兼顾SiC  MOSFET的过流保护，栅极过欠压保护以及检

测系统抗干扰性强的优点，实现了错误状态数累积达到预设值时，栅极钳位并且软关断SiC 

MOSFET；错误状态数未达到预设值时，栅极钳位并采取周期性复位，提升了SiC  MOSFET在应

用电路中的稳定性以及检测反馈系统的抗干扰性。

[0007] 本发明包括过流检测单元、过欠压检测单元、驱动单元、钳位软关断单元、第一个

SiC_MOSFET。过流检测单元的输入端与第一个SiC_MOSFET的漏极相连，输出端连接控制单

元的第一个输入端，的控制单元的第二个输入端与过欠压检测单元的输出端相连，控制单

元的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输出端分别与驱动单元的第一个输入端、驱动单元的第二个输

入端、钳位软关断单元的输入端连接，过欠压检测单元的第一个、第二个输入端分别连接驱

动单元的第一个、第二个输出端，的驱动单元的输出端、钳位软关断的输出端均与第一个

SiC_MOSFET栅极相连。其中。

[0008] 过流检测单元，用于采样第一个SiC_MOSFET的源漏电压，产生判断MOSFET过流的

逻辑信号。

[0009] 过欠压检测单元，用于采样驱动单元中正电源VCC、负电源VEE的电压，产生判断

MOSFET栅极过欠压的逻辑信号。

[0010] 控制单元，用于接收过欠压检测单元、过流检测单元的输出逻辑信号，并对错误状

态计数，产生控制第一个SiC_MOSFET开关、栅极钳位软关断的逻辑信号。

[0011] 驱动单元，用于接收控制单元的输出逻辑信号完成第一个SiC_MOSFET开关状态的

切换。

[0012] 钳位软关断单元，用于接收控制单元的输出逻辑信号完成第一个SiCMOSFET栅极

的钳位软关断。

[0013]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优点：

[0014] 第一，本发明结合了过流检测单元和过欠压检测单元来检测SiC  MOSFET工作中的

错误状态，如MOSFET过流，MOSFET栅极过欠压。控制单元接收上述两个检测单元的逻辑信号

并产生相应的控制信号，传递给驱动单元和钳位软关断单元，发生故障情况时，完成SiC 

MOSFET的栅极钳位软关断。本发明克服了SiC  MOSFET现有驱动模块保护功能单一的缺陷，

使得本发明可以有效检测SiC  MOSFET应用中遇到的各种危险状况并及时作出反馈，保证了

SiC  MOSFET器件及其应用电路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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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第二，本发明通过控制单元中的锁存器和计数器来对SiC  MOSFET发生故障时的状

态进行锁存并计数。若错误状态数未达到预设值，电路故障无法确定，采取栅极钳位、锁存

器周期性复位，SiC  MOSFET下一周期继续工作。若错误状态数累积达到预设值，表明电路故

障可以确定，锁存器不再复位，SiC  MOSFET完成栅极钳位和软关断，SiC  MOSFET下一周期不

再工作。而过流检测单元中通过选取适当电容和电阻来确定时常数，避免采集到MOSFET开

启时二极管反向恢复电流引起的电流尖峰所导致的误反馈。本发明结合了上述两种防止检

错反馈误触发的机制，克服了现有技术中单一的预防机制存在的问题，使得本发明提高了

SiC  MOSFET检测系统的抗干扰性，使得SiC  MOSFET在应用中不会由于误反馈导致应用电路

停止工作，保证了SiC  MOSFET在应用电路中的稳定工作。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发明的方框图；

[0017] 图2是本发明的电路原理图；

[0018] 图3是本发明的测试电路；

[0019] 图4是本发明工作时的PSPICE仿真波形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详细的说明。

[0021] 参照图1对本发明各单元的连接关系做详细的描述。

[0022] 本发明包括过流检测单元、过欠压检测单元、驱动单元、钳位软关断单元、第一个

SiC_MOSFET。过流检测单元的输入端与第一个SiC_MOSFET的漏极相连，输出端连接控制单

元的第一个输入端，控制单元的第二个输入端与过欠压检测单元的输出端相连，控制单元

的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输出端分别与驱动单元的第一个输入端、驱动单元的第二个输入

端、钳位软关断单元的输入端连接，过欠压检测单元的第一个、第二个输入端分别连接驱动

单元的第一个、第二个输出端，驱动单元的第三个输出端、钳位软关断单元的输出端均与第

一个SiCMOSFET栅极相连。其中，

[0023] 过流检测单元，用于采样第一个SiC_MOSFET的漏源电压，产生判断过流的逻辑信

号；

[0024] 过欠压检测单元，用于采样驱动单元中正电源VCC、负电源VEE的电压，产生判断过

欠压的逻辑信号；

[0025] 控制单元，用于接收过欠压检测单元、过流检测单元的输出逻辑信号，并对错误状

态计数，产生控制第一个SiC_MOSFET开关、栅极钳位软关断的逻辑信号；

[0026] 驱动单元，用于接收控制单元的输出逻辑信号完成第一个SiC_MOSFET开关状态的

切换；

[0027] 钳位软关断单元，用于接收控制单元的输出逻辑信号完成第一个SiCMOSFET栅极

的钳位及软关断。

[0028] 参照图2对本发明的电路原理图中的元器件具体连接关系作详细描述。

[0029] 过流检测单元包括二极管D1、缓冲器buf、电阻R1、第一个电压比较器U1A、电容C1、

电阻R2、第二个MOSFET、第一个非门INV1；过流检测单元中二极管D1的负极连接第一个SiC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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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FET的漏极，二极管D1的正极分别连接缓冲器buf的输出端、电阻R1的一端，缓冲器buf的

输入端连接正电源Vbuf，过流检测单元中第一个电压比较器U1A的同相输入端与基准电压

VREF1相连，第一个电压比较器U1A的反向输入端分别与电容C1的一端、电阻R1的另一端、电

阻R2的一端相连，电容C1的另一端接地，第一个电压比较器U1A的输出端与控制单元中第二

个锁存器U3F的S输入端相连，电阻R2的另一端与第二个MOSFET的漏极相连，第二个MOSFET

的源极接地，第二个MOSFET的栅极连接第一个非门INV1的输出端，第一个非门INV1的输入

端用于接收PWM输入信号。

[0030] 过欠压检测单元包括第二个电压比较器U2A、第三个电压比较器U2B、第四个电压

比较器U2C、运放U2D、电阻Rh、电阻Rl、第一个与门AND1；过欠压检测单元中第一个电压比较

器U2A、第二个电压比较器U2B、第三个电压比较器U2C的同向输入端分别与过欠压检测单元

中运放U2D的输出端、基准电压VREF3、电阻Rh和电阻Rl的一端相连，电阻Rh另一端连接驱动

单元中正电源VCC，Rl另一端接地，第一个电压比较器U2A、第二个电压比较器U2B、第三个电

压比较器U2C的反向输入端分别与基准电压VREF2相连、电阻Rh和电阻Rl的一端相连、基准

电压VREF4相连，第一个电压比较器U2A、第二个电压比较器U2B、第三个电压比较器U2C的输

出端分别连接第一个与门AND1的三个输入端，第一个与门AND1的输出端连接控制单元中第

一个与非门NAND1的第二个输入端连接，运放U2D的同向输入端接地，运放U2D的反向输入端

分别连接电阻R4的一端、电阻R3的一端，R4另一端连接驱动单元中负电源VEE，电阻R3的另

一端连接运放U2D的输出端。

[0031] 控制单元包括第一个JK触发器U3A、第二个JK触发器U3B、第三个JK触发器U3C、第

四个JK触发器U3D、第一个锁存器U3E、第二个锁存器U3F、第一个与非门NAND1、第二个与非

NAND2、第二个非门INV2、第三个非门INV3、第四个非门INV4、或门OR、第三个MOSFET、电阻

R5；控制单元中第一个JK触发器U3A、第二个JK触发器U3B、第三个JK触发器U3C、第四个JK触

发器U3D的J和K端均与高电平1连接，第一个JK触发器U3A的时钟输入端与控制单元中第二

个锁存器U3F的输出端相连，第一个JK触发器U3A的输出端Q1分别与第二个JK触发器U3B的

时钟输入端、第二个与非门NAND2的第一个输入端相连，第二个JK触发器U3B的输出端Q2与

第三个JK触发器U3C的时钟输入端、第二个非门INV2的输入端相连，第二个非门INV2的输出

端连接第二个与非门NAND2的第二个输入端，第三个JK触发器U3C的输出端Q3与第四个JK触

发器U3D的时钟输入端、第二个与非门NAND2的第三个输入端相连，第四个JK触发器U3D的输

出端Q4与第三个非门INV3的输入端相连，第三个非门INV3的输出端连接第二个与非门

NAND2的第四个输入端，第二个与非门NAND2的输出端分别与第一个锁存器U3E的S输入端、

第一个JK触发器U3A、第二个JK触发器U3B、第三个JK触发器U3C、第四个JK触发器U3D的清零

端相连，第一个锁存器U3E的R输入端与高电平1相连，第一个锁存器U3E的输出端连接或门

OR的一个输入端，或门OR的另一个输入端用于接收PWM输入信号，或门OR的输出端连接第二

个锁存器U3F的R输入端，第二个锁存器U3F的S输入端与过流检测单元中第一个电压比较器

U1A的输出端连接，第二个锁存器U3F的输出端分别连接控制单元中第一个JK触发器U3A的

时钟输入端、控制单元中第三个MOSFET的栅极、钳位软关断单元中第六个MOSFET的栅极、第

七个MOSFET的栅极；控制单元中第一个与非门NAND1的第一个输入端用于接收PWM输入信

号，第一个与非门NAND1的第二个输入端与过欠压检测单元中第一个与门AND1的输出端连

接，第一个与非门NAND1的第三个输入端分别与电阻R5一端、第二个与门AND2的第一个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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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第三个MOSFET的漏极相连，电阻R5的另一端与VCC5V相连，第四个非门INV4的输入端连

接与第一个与非门NAND1的第一个输入端，用于接收PWM输入信号，第四个非门INV4的输出

端连接第二个与门AND2的第二个输入端，第三个MOSFET的源极、栅极分别与地、第二个锁存

器U3F的输出端相连，第一个与非门NAND1、第二个与门AND2的输出端分别与驱动单元中第

一个三极管、第二个三极管的基极相连。

[0032] 驱动单元包括第一个三极管、第二个三极管、第四个MOSFET、第五个MOSFET、电阻

R6、电阻R7、驱动电阻Rg；驱动单元中的第一个三极管的基极与控制单元中的第一个与非门

NAND1的输出端相连，第一个三极管的集电极分别与电阻R6的一端、第四个MOSFET的栅极相

连，驱动单元中第二个三极管的基极与控制单元中第二个与门AND2的输出端相连，第二个

三极管的集电极分别与电阻R7的一端、第五个MOSFET的栅极相连，第一个三极管、第二个三

极管的发射极均与地相连，电阻R6、电阻R7的另一端均与电源VDD相连，第四个MOSFET的漏

极分别与第五个MOSFET的漏极、驱动电阻Rg的一端相连，第四个MOSFET的源极接正电源

VCC，第五个MOSFET的源极接负电源VEE。

[0033] 钳位软关断单元包括第六个MOSFET、第七个MOSFET、电阻R8、稳压二极管D2；钳位

软关断单元中电阻R8的一端分别与驱动电阻Rg的另一端、稳压二极管D2的负极、第一个SiC 

MOSFET的栅极相连，电阻R8的另一端连接第六个MOSFET的漏极，第六个MOSFET的栅极及第

七个MOSFET的栅极均连接控制单元中锁存器U3F的输出端，第六个MOSFET的源极接地，稳压

二极管D2的正极连接第七个MOSFET的漏极，第七个MOSFET的源极接地。

[0034] 本发明中第一个SiC  MOSFET为N沟道MOSFET器件，过流检测单元中第二个MOSFET

为N沟道MOSFET器件，控制单元中第三个MOSFET为N沟道MOSFET器件，驱动单元中第四个

MOSFET为N沟道MOSFET器件、第五个MOSFET为P沟道MOSFET器件，钳位软关断单元中第六个、

第七个MOSFET为N沟道MOSFET器件。

[0035] 过流检测单元中的电阻R1、电阻R2分别为2K欧姆和200欧姆，电容C1为100pF，驱动

单元中电阻Rg为5欧姆，钳位软关断单元中的电阻R8为1K欧姆。

[0036] 参照图3，对本发明的测试电路作进一步的描述。

[0037] 本发明下第一个SiC  MOSFET将在电感钳位电路下测试。其中第一个MOSFET的漏极

与二极管D的正极和电感L一端连接，二极管负极和电感L的另一端连接杂散电感Lstary的

一端，Lstary的另一端与电源电压Vdc正极相连，Vdc负极接地，第一个SiC  MOSFET源极接

地。其中，杂散电感用来模拟线路中的寄生电感，它将影响SiC  MOSFET关断时的电压过冲以

及SiC  MOSFET栅极电压的振铃幅度。测试电路原理如下：当SiC  MOSFET导通时，Vdc流经电

感L和第一个SiC  MOSFET到地，电感电流逐渐上升，二极管D承受Vdc电压，第一MOSFET漏源

压降很小；当第一个SiC  MOSFET关断时，电感电流二极管D进行续流，电感电流略微减小。下

一周期重复上述过程。

[0038] 参照图4，对本发明的具体工作过程和原理做进一步的描述。

[0039] 图4的PSPICE仿真波形中：

[0040] 第一个坐标轴中的波形代表控制单元中第二个锁存器U3F的输出端Q6的电压随时

间t的变化关系曲线；

[0041] 第二个坐标轴中的波形代表控制单元中第二个锁存器U3F的R端的电压随时间t的

变化关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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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第三个坐标轴中的波形代表控制单元中第一个锁存器U3E的输出端Q5的电压随时

间t的变化关系曲线；

[0043] 第四个坐标轴中的波形代表控制单元中第一个锁存器U3E的S端的电压随时间t的

变化关系曲线；

[0044] 第五个坐标轴中的波形代表控制单元中第二个锁存器U3F的S端的电压随时间t的

变化关系曲线；

[0045] 第六个坐标轴中的波形代表过流检测单元中电压比较器U1A的反相输入端DESAT

的电压随时间t的变化关系曲线；

[0046] 第七个坐标轴中的波形代表第一个SiC  MOSFET的漏源电压Vds随时间t的变化关

系曲线；

[0047] 第八个坐标轴中的波形代表流经第一个SiC  MOSFET的电流Id随时间t的变化关系

曲线；

[0048] 第九个坐标轴中的波形代表第一个SiC  MOSFET的栅源电压Vgs随时间t的变化关

系曲线。

[0049] 参照图4对电路正常工作时，第一个SiC  MOSFET开启过程和第一个SiCMOSFET关断

过程的电路工作原理作详细描述。

[0050] 第一个SiC  MOSFET开启过程：PWM输入信号为高电平1，因此第一个与非门NAND1的

第一个输入端为高电平1。PWM输入信号高电平1通过第四个反相器INV4后变为低电平0，因

此第二个与门AND2的第二个输入端为低电平0。电路正常工作时，过欠压检测单元中第一个

与门AND1的三个输入端均为高电平1，可知第一个与门AND1的输出端为高电平1，因此第一

个与非门NAND1的第二个输入端为高电平1。电路正常工作时，第二个锁存器U3F的R端为高

电平1，过流检测单元中第一个比较器U1A输出为高电平1，因此第二个锁存器U3F的S端也为

高电平1，第二个锁存器U3F的输出Q6维持之前的低电平0。因此控制单元中第三个MOSFET关

断，第一个与非门NAND1的第三个输入端和第二个与门AND2的第二个输入端由电阻R5上拉

到高电平1。综上：该阶段第一个与非门NAND1的三个输入端都是高电平，因此第一个与非门

NAND1输出为低电平，第二个与门AND2的第一个输入端为高电平1，第二个输入端为低电平

0，因此第二个与门AND2的输出也为低电平0。经过电平转换电路转换后，0V  TTL电平保持

0V，3.5V  TTL电平抬升至20V。因此，驱动单元中第四个MOSFET栅极和第五个MOSFET栅极都

为低电平0，而第四个MOSFET为PMOS，第五个MOSFET为NMOS，驱动单元中第四个MOSFET开启，

第五个MOSFET关闭。电源VCC通过Rg给第一个SiC  MOSFET的栅极充电，第一个SiC  MOSFET完

成导通过程。

[0051] 第一个SiC  MOSFET关断过程：PWM输入信号为低电平0，经第四个非门INV4后变为

高电平1，所以第一个与非门NAND1的第一个输入端为高电平0，第二个与门AND2的第二个输

入端为高电平1。电路正常工作时，过欠压检测单元中第一个与门AND1的三个输入端均为高

电平1，可知第一个与门AND1的输出端为高电平1，因此第一个与非门NAND1的第二个输入端

为高电平1。电路正常工作时，第二个锁存器U3F的R端为高电平1，过流检测单元中第一个比

较器U1A输出为高电平1，因此第二个锁存器U3F的S端为高电平1，第二个锁存器U3F的输出

Q6为保持之前的低电平。因此控制单元中第三个MOSFET关断，第一个与非门NAND1的第三个

输入端和第二个与门AND2的第二个输入端由电阻R4上拉到高电平1。该阶段第一个与非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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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D1的中有一输入端为低电平，因此第一个与非门NAND1输出为高电平，第二个与门AND2

的两个输入端都为高电平1，因此第二个与门AND2的输出为高电平1。经过电平转换电路转

换后，3.5V  TTL高电平变为20V高电平。因此，驱动单元中第四个MOSFET栅极为高电平1，第

五个MOSFET栅极都为低电平0，而第四个MOSFET为PMOS，第五个MOSFET为NMOS，所以驱动单

元中第四个MOSFET关闭，第五个MOSFET开启。第一个SiC  MOSFET的栅极电容通过Rg向VEE放

电，第一个SiC  MOSFET完成关断过程。

[0052] 下面对SiC  MOSFET栅极发生过欠压故障时，第一个SiC  MOSFET开启过程和第一个

SiC  MOSFET关断过程的电路工作原理作详细描述。

[0053] 第一个SiC  MOSFET开启过程：由于发生过欠压故障，第一个电压比较器U2A、第二

个电压比较器U2B、第三个电压比较器U2C中输出至少有一个为低电平0，因此第一个与门

AND1输出为低电平0，第一个与非门NAND1输出为1。此时第四个MOSFET栅极为高电平，因此

第四个MOSFET关断，VCC不会给第一个SiC  MOSFET栅极充电，因此第一个SiC  MOSFET关断。

若正常开启，第一个SiC  MOSFET导通，其两端导通压降很小，缓冲器buf给第一个电压比较

器U1A反向输入端连接的电容C1充电，不会超过第一个电压比较器U1A同向输入端的基准电

压VREF1。发生故障时，第一个SiC  MOSFET关断，此时其两端电压等于外部测试电路的电源

电压Vdc，该电压非常大，此时缓冲器U1B迅速给电容C1充电，第一个电压比较器U1A反向输

入端的电压值迅速增大，超过第一个电压比较器U1A同向输入端的基准电压VREF1，第一个

电压比较器U1A输出端OC变为低电平。第一个电压比较器U1A反向向输入端的电压值不会一

直升高，最终稳定到缓冲器U1B的输出电压。此时第二个锁存器U3F的S端为低电平0，R端为

高电平1，输出端Q6置为高电平1。此时第一个JK触发器U3A的时钟输入端接收到了高电平，

因此错误状态数累计1次。

[0054] 第一个SiC  MOSFET关断过程：PWM输入信号为低电平时，经第四个非门INV4后得到

高电平1，过流检测单元中第二个MOSFET开启。电容C1通过电阻R2迅速放电。第一个电压比

较器U1A的反向输入端DESAT迅速下降，低于第一个电压比较器U1A同向输入端的基准电压

VREF1,第一个电压比较器U1A的输出端OC变为高电平1，因此锁存器U3F的S端变为高电平1。

锁存器U3F的R端连接或门OR的输出端，或门OR的输入端连接PWM输入信号和第一个锁存器

U3E的输出端。由于第一个锁存器U3E的R端置高电平1，S端连接JK触发器组的清零端(低电

平有效)。当JK触发器组构成的计数器的错误状态数未达到预设值时，JK触发器组的清零端

为高电平，第一个锁存器U3E的S端也为高电平。所以第一个锁存器U3E的输出端在错误状态

数未记满时将维持之前的低电平，因此或门OR的输出仅和PWM输入信号有关。关断时，PWM输

入信号为低电平，因此第二个锁存器U3F的R端为低电平0，因此第二个锁存器U3F的输出端

Q6置零(R:0,S:1,Q:0)，锁存器复位。若下一周期，SiC  MOSFET的栅极仍然处于过欠压的状

态，则重复上述过程；若下一周期故障被排除，则电路恢复正常工作。

[0055] 下面对SiC  MOSFET栅极发生过流故障时，第一个SiC  MOSFET开启过程和第一个

SiC  MOSFET关断过程的电路工作原理作详细描述。

[0056] 第一个SiC  MOSFET开启过程：由于发生过流故障，SiC  MOSFET漏源电压将增大，因

此电容C1的电压也将增大，与电容C1相连的第一个电压比较器U1A的反相输入端DESAT采集

到的电压将大于第一个电压比较器U1A同相端的基准电压VREF1，第一个电压比较器U1A的

输出OC变为低电平，第二个锁存器U3F的S端变为低电平0，第二个锁存器U3F的R端连接PW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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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信号，开启时为高电平1，所以第二个锁存器U3F的R端为高电平1，第二个锁存器U3F的

输出Q6置高电平1(R:1,S:0,Q:1)。钳位软关断单元中第六个MOSFET和第七个MOSFET导通。

第七个MOSFET导通，稳压二极管D2反向击穿将第一MSOFET栅极钳位于稳压二极管D2的反向

击穿电压，该电压小于电源电压VCC。由于栅源电压Vgs减小，流过SiC  MOSFET的电流也减

小，并稳定在低于过流时的电流值。同时第一个JK触发器U3A的时钟输入端接收到了Q6的高

电平，因此错误状态数累计1次。

[0057] 第一个SiC_MOSFET关断过程：PWM输入信号为低电平时，经非门INV4后得到高电平

1，过流检测单元中第二个MOSFET开启，电容C1通过电阻R2迅速放电。第一个电压比较器U1A

的反向输入端DESAT迅速下降，低于第一个电压比较器U1A同向输入端的基准电压VREF1,第

一个电压比较器U1A的输出端OC变为高电平1，因此第二个锁存器U3F的S端变为高电平1。第

二个锁存器U3F的R端连接或门OR的输出端，或门OR的输入端连接PWM输入信号和第一个锁

存器U3E的输出端。由于第一个锁存器U3E的R端置高电平1，S端连接JK触发器组的清零端

(低电平有效)。

[0058] 当JK触发器组构成的计数器的错误状态数未达到预设值时，JK触发器组的清零端

为高电平1，第一个锁存器U3E的S端也为高电平1。所以第一个锁存器U3E的输出端在错误状

态数未记满时将维持之前的低电平0，因此或门OR的输出仅和PWM输入信号有关。关断时，

PWM输入信号为低电平0，因此第二个锁存器U3F的R端为低电平0，因此第二个锁存器U3F的

输出端Q6置零(R:0,S:1 ,Q:0)，锁存器复位。此时钳位软关断单元中第六个MOSFET迅速关

闭，软关断几乎不起作用。

[0059] 当JK触发器组构成的计数器的错误状态数达到预设值后，JK触发器组的清零端为

低电平0，第一个锁存器U3E的S端也为低电平0，第一个锁存器U3E的R端一直为高电平1，因

此第一个锁存器U3E的输出Q5置为高电平1，因此或门OR的输出不再与PWM输入信号有关，将

一直为高电平1，第二个锁存器U3F的R端也为高电平1。关断阶段，SiC  MOSFET不会发生过

流，因此第一个电压比较器U1A的输出OC为高电平1，第二个锁存器U3F的S端为高电平1，因

此第二个锁存器U3F的输出端Q6维持之前的高电平1(R:1,S:1,Q:Q’)。这种情况下，钳位软

关断单元中第六个MOSFET在关断时也将维持开启。SiCMOSFET通过大电阻R8向地放电，软关

断减小了SiC  MOSFET关断时漏电流Id的变化率，从而减小了因线路杂散电感和漏电流变化

率引起的关断瞬间的电压尖峰，电压尖峰过大将导致MOSFET的漏源击穿。此外漏源电压变

化率过大会耦合到MOSFET栅极，导致MOSFET在关断时的误导通，使得关断减缓，增加额外开

关损耗。在半桥应用中甚至会引发上下桥臂直通，导致直流电源短路，损坏桥臂功率器件。

因此软关断对于大电流变化率下的功率管关断至关重要。

[0060] 本发明的实施例是，电阻R1、R2、R3、R4、R5、R6、R7、R8、Rg、Rh、Rl的取值可分别为2K

欧姆、200欧姆、10K欧姆、10K欧姆、200欧姆、5k欧姆、5k欧姆、5欧姆、7K欧姆、1K欧姆。第一个

电压比较器U1A、第二个电压比较器U2A、第三个电压比较器U2B、第四个电压比较器U2C均为

LM319，运放U2D为AD827。第一个与门AND1为两输入与门74ALS11，第二个与门AND2为三输入

与门74ALS11，第一个与非门NAND1为三输入与非门74ALS10，第二个与非门NAND2为四输入

与非门74ALS20，或门为74ALS32，第一个非门INV1、第二个非门INV2、第三个非门INV3、第四

个非门INV4均为74ALS04。第一个JK触发器U3A、第二个JK触发器U3B、第三个JK触发器U3C、

第四个JK触发器U3D均为DM7473。第一个锁存器U3E、第二个锁存器U3F为74LS279。缓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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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f为MIC4124。二极管D1为SCS240KE2，D2为1N4740A，三极管NPN1和NPN2为2N2369，第一个

SiC_MOSFET  M1为ROHM公司的SiCMOSFET  SCT2080KE，第二个MOSFET  M2、第三个MOSFET  M3、

第四个MOSFET  M4、第六个MOSFET  M6、第七个MOSFET  M7型号均为NDS331N，第五个MOSFET 

M5型号为NDS332P，正电源VDD和VCC均为20V，负电源VEE接地，Vbuf为8V。运放U2D采用双电

源正负12V供电，各比较器采用单电源5V供电，参考电压超过5V时，可以将比较器同向输入

端和反相输入端按相同比例分压进入比较器的输入范围。基准电压VREF1、VREF2、VREF3、

VREF4分别为4V，2V，3V，5V。

[0061] 本发明是利用过流检测单元和过欠压检测单元检测受保护SiC  MOSFET过流和栅

极过欠压，输出信号给控制单元产生控制受保护SiC  MOSFET开关、栅极钳位软关断的逻辑

信号，并对错误状态计数，提高靠干扰能力，因此可以有效防止受保护SiC  MOSFET发生过流

以及栅极过欠压，导致器件损坏。而栅极钳位软关断可以降低受保护SiC  MOSFET关断时电

流变化率和感应出的尖峰电压，保证了SiC  MOSFET器件及其应用电路的稳定性。此外，检测

及反馈电路具有高精度及高抗干扰能力，适合在某些环境恶劣且精度要求高的场合下使

用，电路调试简单，适合大批量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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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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